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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2021 年 4 月经济类新书书目
1. 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(作者：胡平)
2. “一带一路”与国际贸易新格局 :“一带一路”智库研究蓝皮书 2015-2016(作
者：中国人民大学)
3. 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(作者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)
4. 發展政治經濟學(作者：宋镇照)
5. 有限理性 :行為經濟學入門首選！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共舞，理解人類真
實行(作者：友野典男)
6. 說透了世界貿易戰(作者：赵涛)
7. 後 Google 時代 :沒落中的大數據和崛起的區塊鏈經濟 :the fall of big data
and the rise(作者：吉尔德)
8. 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 :無形經濟的崛起 :the rise of the intangible
economy(作者：哈斯克尔)
9. 經濟學概論 :a streamlined approach(作者：弗兰克)
10. 動員之戰 :在超連結世代建立、說服、引導群眾, 達成最佳效益 :how
power works(作者：海曼斯)
11. 複雜問題的策略思考&分析 :從“一只走失的狗”開始, 演練問題解決的綜
合(作者：谢瓦里耶)
12. 指數型組織 :企業在績效、速度、成本上勝出 10 倍的關鍵 :why new
organizations are(作者：伊斯梅尔)
13. 經濟學原理(作者：曼昆)

14. 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民营企业“走出去”战略研究 :以宁波市为例(作者：孟
祥霞)
15. 中国饲料工业年鉴. 2019(作者：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)
16. 中国企业数字化学习黑皮书 :理论研究ꞏ实战案例ꞏ解决方案(作者：高周
刚)
17. 新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信息化设计与实践(作者：张洲)
18.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. 2019/2020(作者：邵益生)
19. 金融工程(作者：郑振龙)
20. 计量经济学(作者：王少平)
21. Transportation : a global supply chain perspective /(作者：Coyle, John J.)
22. 貿易戰爭 :誰獲利？誰受害？解開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的難解之謎 :a
fable of f(作者：罗伯兹)
23. 可繼之道 :華人家族企業發展挑戰與出路(作者：郑宏泰)
24. 航海、財富與帝國(作者：波音)
25. 貨幣銀行學 :理論與應用(作者：黄志典)
26. 衍生性金融商品 :使用 R 語言(作者：林进益)
27. 經濟學百科(作者：杰斯坦尼)
28. 絕對續訂！ :訂閱經濟最關鍵的獲客、養客、留客術 :how innovative
companies are r(作者：梅塔)
29. 1929 年大崩盤(作者：高伯瑞)
30. 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 :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 金錢可生金錢 孳生的金錢
又可再(作者：庞培欧)
31. 風險之書 :看人類如何探索、衡量, 進而戰勝風險 :the remarkable story of
risk(作者：伯恩斯坦)
32. 總體經濟學(作者：谢文盛)
33. 新貨幣戰爭 :數位貨幣沒有政府背書卻開始流通，你我的消費、財富與
稅負(作者：刘振友)
34. 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. 卷二 :the history of Taiwan political and
economic thought. II(作者：陈添寿,)
35. 貨幣銀行學(作者：谢德宗)
36. 别了, 西方经济学 :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. 上(作者：欧阳君山)
37. DK 新视觉ꞏ商务英语教程. 下册(作者：农妍)
38. 次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与对策研究(作者：马霞)
39. 连锁药店新风口 :资本智能大数据(作者：动脉网蛋壳研究院)
40. 跨境电子商务(作者：熊励)
41. The profits of nature :(作者：Lavelle, Peter B.,)
42. Tea war :(作者：Liu, Andrew B.,)
43. Fir and empire :(作者：Miller, Ian Matthew,)
44. Seeds of control :(作者：Fedman, David,)
45. 明清東亞舟師祕本 :耶魯航海圖研究(作者：郑永常)
46. 東南亞新興國家智慧城市發展趨勢(作者：林信亨)
47. 国际工程中的选择问题 :国别市场、进入模式和项目 :country markets，
entry modes(作者：李光华)
48. 中美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对比 :思考与借鉴(作者：张寿荣)

49. 金融科技研究与评估. 2019 :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金融科技指数.
2019 :fintech inde(作者：黄毅,)
50. 现代商业经济学(作者：祝合良)
51. SPS 措施与农产品质量升级的耦合机制研究(作者：董银果)
52. 中国茶产业发展 40 年 :1978-2018(作者：姜仁华)
53. 未来能源 :能源革命的战略机遇期(作者：辛克)
54. 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钢铁产能合作研究(作者：刘京星)
55. 全球背景下的工业 4.0(作者：曼蔡)
56. 要素价格扭曲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(作者：邹涛,)
57. 我国天然气储备体系构建与制度优化研究(作者：马杰,)
58. 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空间转移与转型升级(作者：戴艳)
59. 中国港口资源整合研究(作者：潘文达)
60. 旅游经济学(作者：朱伟)
61. 和果子(作者：崔江月)
62. 经济学思维课 :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的工作、生活与世界(作者：
王力哲)
63. 大停滞与安倍经济学 :日本的教训 :lessons for the world(作者：若田部昌
澄)
64. 项目评估理论与应用实践(作者：殷立欣)
65. 关于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逻辑思考 :从纺织行业谈起(作者：陈树津)
66.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研究 :历史、现状与评估(作者：范合君)
67. 基于增加价值的企业治理理论与实证研究(作者：王锦,)
68. 地产数智化经营(作者：姜皓天)
69. 共建共治共享中的城市治理(作者：广州城市管理研究联盟案例创新大赛
暨“共建共治共享中的城市治理学术研)
70. 林下经济(作者：何茜)
71. 海上丝绸之路大数据指挥与控制(作者：胡志强)
72. 乡愁之旅 :浙江省地理标志农产品(作者：郑永利)
73. 财政转移支付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研究(作者：郭世芹,)
74. 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审计教学案例集(作者：《会计、财务管理、审计教学
案例集》编委会编)
75. 选择性监管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:来自沪深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证据(作
者：胡宁)
76. 绩效审计(作者：郑石桥)
77. 优雅的创客 :杭州海归创业案例(作者：钟惠波)
78.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机理研究(作者：范合君)
79. 贝叶斯框架下门限模型的扩展研究(作者：朱艳丽)
80. 超感重码 :青年趋势与创新启示(作者：青年志)
81. PPP 项目决策管理及应用研究(作者：王东波)
82. 违约损失率视角下小企业信用风险评级研究(作者：赵志冲)
83.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现代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(作者：葛维春)
84. 证券兴起 :我与中国资本市场(作者：张宁)
85. 愛上經濟 :一個談經濟學的愛情故事 :an economic romance(作者：罗伯
兹,)

86. 價格的秘密(作者：罗伯兹,)
87. 商业领军之道 :新商战王者之路(作者：于建民)
88. 现代财政与金融教程(作者：杨艳琳)
89.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精解 :条文解析+案例分析+报表编制. 2021 年版(作
者：政府会计编审委员会)
90. 创新驱动战略下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与创新绩效研究(作者：刘嫦)
91. 国有企业和谐财务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(作者：卢秋声,)
92.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推进路径探索与内在逻辑研究(作者：王筱萍)
93. 城市与全球资本主义(作者：罗西)
94. 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安排与路径选择(作者：张秋,)
95. 城市治理纠纷的预防与处理(作者：王才亮)
96. 郑州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(作者：李培林)
97. 翻转获利 :丰田精实管理的实战笔记(作者：江守智)
98. 中国旅游电商简史 :1999-2019 :1999-2019(作者：钟栎娜,)
99. 中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创新与发展(作者：陆晓倩)
100.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河南乡村体育旅游研究(作者：王世军,)
101. Global trade analysis :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/(作者：Hertel, Thomas
W.)
102. Game theory for applied economists /(作者：Gibbons, Robert,)
103. The handbook of maritim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/(作者：Grammenos,
Costas Th.)
104. 供应链金融(作者：张学东)
105. 能源革命与产业发展 :新能源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研究(作者：曹
新)
106. “互联网+”驱动我国制造业升级效率测度与路径优化研究(作者：李伟
庆)
107. 双渠道视角下的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管理研究 :以云南省为例(作
者：李富昌)
108. 计量经济学(作者：陶长琪)
109. 税盾价值与资本结构 :来自中国的证据(作者：王亮亮)
110. 多重约束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(作者：张晓慧)
111. 世界财富控制权变迁(作者：张明之)
112. 反对资本主义 :马克思主义导论(作者：萨德-费洛)
113. 中国话语 :中国政治经济学四十人论坛演讲录(作者：孟捷)
114. 经济增长理论简述(作者：罗宾逊)
115. 深圳市坪山区旅游空间布局规划(作者：刘晓明)
116. 中国电信业竞争性改革有效性研究(作者：蔡呈伟,)
117. 商务英语跨学科研究(作者：徐珺)
118. 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商科专业课程群建设 :方案优化与持续改进(作
者：郑丽)
119. 零售学(作者：徐盛华)
120. 商务大数据采集与分析(作者：吴功兴)
121. 项目管理 :创造源来的价值(作者：汪小金)
122. 画说金融史(作者：财经连环话团队)

123. 银行会计(作者：贺瑛)
124. 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 :解决相对贫困, 浙江样本(作者：赖惠能)
125. 物流信息系统(作者：冯耕中)
126. 衍生品信用风险管理 :为最终用户提供的危机后指标 :post-crisis metrics
for end-us(作者：泽伦科)
127. 我国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(作者：李鹏,)
128. TRIZ 金融(作者：窦尔翔)
129. 我国金融市场的逆周期监管研究(作者：陈放)
130. 数字经济学, 管理经济卷, Volume of managerial economics(作者：叶秀
敏)
131. 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程(作者：马新文)
132. 厉以宁论民营经济(作者：厉以宁)
133. 北部湾城市群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模式研究(作者：梁刚,)
134. 现代银行业的中国基石 :广州十三行担保制度与银行存款保险的起
源 :1780-1933(作者：葛富锐)
135. 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分析(作者：孟祥艳)
136. 互联网思维 :直播带货的运营法则(作者：余来文)
137.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消费者行为研究(作者：石兵营)
138. 商务谈判与礼仪(作者：李晓明)
139. 选址学概论 :单店选址理论与实务(作者：李维华)
140. 再造管理(作者：龙里标)
141. 农村普惠金融实践与探索 :重庆农担方案(作者：汤文志)
142. 新时代“三农”战略思考(作者：梅旭荣)
143. 产业数字化(作者：沈建光)
144. 新宁铁路档案资料汇编. 二, 新宁铁路公报 (第 1 期)(作者：林军)
145. 新宁铁路档案资料汇编. 一(作者：饶权)
146. 计量经济学(作者：李旻)
147. 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(作者：李向阳)
148. 新时代商业案例(作者：周勇)
149. 中国寿险市场增长与转型研究(作者：周华林)
150. 基于发展成果共享的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研究(作者：黄新华)
151. 天津港口ꞏ城市与经济腹地研究 :1860-1960(作者：樊如森)
152. 港口ꞏ城市ꞏ腹地与山东区域经济转型研究 :1860-1937(作者：陈为忠)
153. 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 :1862-1936(作者：张珊珊,)
154. 刘佛丁文集(作者：刘佛丁,)
155. 中国经济地理概论(作者：孙久文,)
156. 从“国富”到“民富” :日本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的历史意义与启示(作者：
刘绮霞,)
157. 生态式协同 :智能时代的企业组织管理(作者：邓成华)
158. 矩阵制组织 :鱼与熊掌兼得的多重心协同系统(作者：梁学荣)
159. 组织信任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:以知识分享为中介 :knowledge
sharing as(作者：龙春秀)
160. 首席质量官 :华为管理转型与质量变革 :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and
change for quality(作者：杨大跃)

161. 税务管理新论(作者：李为人)
162. 金融大数据思维与典型应用(作者：褚燕)
163. 社会治理视角下巨灾保险制度构建研究(作者：李琛)
164. 景观重塑 :一个西南边陲侨乡的社会文化重构(作者：刘旭临,)
165. 面向产品渐进性创新的顾客需求驱动研究(作者：耿立沙)
166. 交通运输领域前沿技术及其展望(作者：贾利民)
167. 组织结构演变 :解码组织变革底层逻辑(作者：杨少杰)
168. 股权重组 :变动中涅槃重生 :nirvana rebirth during changes(作者：郭勤
贵)
169. 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学著作指南(作者：张乃和)
170. 世界经济 :地理、商业、发展 :geography, business, development(作者：
施图茨)
171.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知识读本(作者：李晓超)
172. 综合评价方法优良标准研究(作者：朱喜安,)
173. 客户关系管理(作者：苗月新)
174. 客户关系管理(作者：刘丽英)
175. 云端需求驱动供应链(作者：夏尔马)
176.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研究 :基于生物免疫类比视角 :based on an
organizational imm(作者：赵剑波)
177. 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财务结构异化及其治理研究(作者：雷新途)
178. 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研究 :1869-1911(作者：毛立坤,)
179. 口岸－腹地 :对外贸易与近代云南经济变迁 :1840-1945(作者：张永帅,)
180. 近代中国贸易网络空间研究 :1873-1942(作者：王哲)
181. 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/(作者：Chiang, Alpha
C.,)
182. Current issues in shipping, ports and logistics /(作者：Asian Logistics
Round Table)
183. Global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/(作者：Mangan, John,)
184. Transport economics /(作者：Button, Kenneth John.)
185.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/(作者：Wood, Donald F.,)
186. A better cat Yiwu, China : a study of the world's largest small commodities
market /(作者：Jacobs, Mark D.,)
187. 多边开发银行的演进及合作研究(作者：叶玉)
188. 农业信息传播 :理论模型、实证分析与重构策略 :theoretical model,
empirical analysi(作者：李天龙,)
189. 全球市场范式下的国家经济角色初析(作者：张锡宝)
190. 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法律问题研究(作者：崔晓静)
191.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 :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 :based on the
perspective of urban-ru(作者：李伟)
192. 中国智造(作者：李国娟)
193. 增加值贸易 :开发跨境贸易核算新方法 :Developing new measures of
Cross-Border Trade(作者：马图)
194. 审计风格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研究(作者：宋云玲,)
195. 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(作者：杜兴强,)

196. 供应链管理 :物流视角 :a logistics perspective(作者：科伊尔)
197.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差距与创新(作者：刘张发)
198. 城市治理案例分析(作者：颜海娜)
199. 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布、成长动力与激励政策研究(作者：范柏乃,)
200. 中国畜牧兽医统计. 2019. 2019(作者：刘丑生,)

